
山西太原本土便利店多年来持续提供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的贴心服务，如提供地方特色食品，

代缴水费、电费、煤气费等，为电动车、手机充电，寄存包裹，等等，甚至买一根雪糕也能提供上门送货

服务。接地气的便利服务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增强了顾客黏性，大大提高了本土便利店企业的市

场份额

文华社区拥有近千名注册义
工、新秀社区广场舞大妈共同签订

“文化公约”、笋岗社区培训“笋岗十
景”社区导览员、和平社区打造“背
街小巷”微信群……在深圳市罗湖
区，社区治理从“独唱”到“大合唱”，
形成了罗湖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
良好局面。

“社区治理是政府在社区的最
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深圳罗湖区民政局
局长杨文秀介绍，“社区治理普遍面
临共建机制不合理、共治格局还没
有形成、共享发展欠均衡等问题。”
曾经的罗湖社区治理主要靠工作站
一家“独唱”，导致居委会边缘化、空
心化，不仅工作量大，完成效率也相
对较低。

近年来，罗湖依托居民议事会
构建多元“共议”机制，通过“共建共
治共享”这种“大合唱”的方式，把握
居民切肤需求的连接点，调动居民
自发有序地参与，切实解决了一批
社区治理的痛点和难点。具体而
言，通过纵向改革三级治理体制释
放自治空间，横向建设两大参与机
制构筑社会协同体系，在此基础上
组织居民有序参与，激发公众参与
热情。

自2011年起，罗湖先后推进以
工代赈公益项目在街道试点的居民
自治。2014年推进社区体制改革，
通过依法取消转移社区的工作任务
台账200余项，精简四大类15小项
社区审批事项，为社区减负明责。
明确各社区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
以“两委一站一中心”为常态，以社
区社会组织等其他主体为补充的社
区多元治理主体。

2015年，罗湖通过推进街道大
部制改革，把街道 28 项职能 22 个
科室和机构整合为五部两室一中
心，强化了街道的三公职能。从
2015年开始，罗湖在居民议事试点
基础上，全面推广社区居民议事
会。经过赋制、赋能、赋权三流程，
罗 湖 社 区 居 民 议 事 会 架 构 基 本
成熟。

位于老东门街道老旧城区的立
新社区，拥有 44 名社区议事员，平
均年龄 46 岁。为了利于小区的发
展，在居委会指导下成立了小区物

业管理监督小组、环境卫生升级小
组、文化活动小组等 3 个自治小
组。为推动城市微更新，立新社区
搭建了规划师进社区平台，通过深
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与立新社区
居民议事会合作，针对立新社区的
居民需求，公开征集提升公共空间
和基础设施的设计方案。最后，一
份多方满意的微更新方案制定出来
并得以实施。

杨文秀说，“居民议事会不仅为
居民提供共同议事的平台和机会，
也为解决社区矛盾纠纷提供了协商
解决的渠道”。

在新秀社区，城中村握手楼的
居民家空调滴水，社区常年如“水帘
洞”，让人不堪其扰。问题如何解
决？针对社区两委初审通过的《城
中村空调滴管套管整改项目》，在居
民议事会审议时有议事员表示反
对，指出这是业主个人的不文明行
为造成的，不应该让民生微实事项
目的公共资金来买单，最终居民议
事会否决了这个项目。当初提出该
方案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事后说道，虽然居民议事会否决了
这个项目，但也体现了社区居民议
事员的议事能力。最后由社区内部
分业主自己出钱进行了整改。

几年来，罗湖区、街、社区三级
每年组织各类议事成员培训不下
20 场，受训人员多达千人，培育了
议事会主持人 83 名。数据显示，
2015年至今，10个街道112个社区
居民议事会共召开议事会2241场，
审议各类社区事务4834项，涉及资
金3.2亿元。

如今，罗湖“共建共治共享”的
探索实践得到广泛认可。2014 年
罗湖获“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
实验区”称号，“多元融合机制”项目
获“2014年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
成果奖”；2015 年“活化赋权居委
会、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项目获

“ 中 国 社 区 治 理 十 大 创 新 成 果
奖”；2016 年南湖街道基层社会治
理精细化“街道样本”案例获评“广
东 省 社 区 治 理 十 大 创 新 成 果 ”；
2017 年“创新培育方式，推进社会
组织健康发展”项目荣获广东省直
单位“党建杯”创新大赛服务创优类
二等奖……

深圳罗湖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社区治理

从“独唱”到“大合唱”
本报记者 杨阳腾

在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便利店指
数排名中，山西省太原市位居第三。
比起未进前三名的北上广深，太原却
是中国便利店指数排行榜上前三的
常客。太原本土便利店为何经久不
衰？带着疑问，记者近日走访了太原
多家便利店找寻答案。

积少成多的“小便利”

“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要在便利店
买早餐。”家住太原黑土巷的市民小
唐说，他每天早晨八点半要赶到6公
里外的公司上班。由于走得太早来
不及吃饭，所以他总是在单位楼下的
便利店填饱肚子。“比起街边的小馆
子和小卖部，便利店销售的东西价格
统一，质量也有保证。”小唐说。

小唐所说的便利店，是带上“晋
味道”的太原本土企业。走在太原街
头，基本每隔几百米就能碰到以唐久
便利、金虎便利为首的本土便利店，

为顾客提供接地气的服务。肚子饿
了，可以在那里买到热气腾腾的玉
米、包子、馍馍和关东煮，部分便利店
还提供盖浇饭、刀削面；口渴了，除了
多种类的瓶装饮料，现冲的咖啡、奶
茶、小馄饨也是不错的选择；家里煤
气费、电费、水费、话费、有线电视费，

都能在便利店缴纳；电动车、手机没
电了，便利店也能帮忙充电，甚至快
递的包裹便利店都可寄存，有的便利
店还兼职快递驿站中心……太原平
阳路的金虎便利店店长小曹告诉记
者，每到月初和月末都是交费高峰
期，8 月初仅煤气费和电话费 3 天就
代缴了3万元。

24小时服务是太原本土便利店
的另一特色，其在全国的开展也在较
早之列。太原学府街唐久便利店的
店长马晶告诉记者，为了提供 24 小
时服务，虽然店内只有 5 名店员，但
每天晚上都有 2 名店员值夜班，“值
夜班销售商品不多，但总会有人来购

物。尤其是夏天，半夜三更也有人来
摁门铃”。

有数据显示，2017 年唐久门店
已 达 1435 家 ，门 店 增 长 率 达 到
2.2%。“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充门店
数量。”山西省太原唐久超市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宇虹告诉记者，对于便

利店来说，满足顾客的应急需求是最
主要的目标，这就需要更多的便利店
来跟进。“我们有实力满足各种需求，
包括配送。”张宇虹说。

据了解，现在唐久便利店已做到
100%配送服务，而且是日常商品配
送和冷链配送（保鲜、保温）分开。

“2013 年，唐久就与京东签订协议，
在京东开了唐久网上大卖场，主要解
决最后 1000 米的配送问题。”张宇
虹说，没有开通网店之前，唐久便利
其实一直有送货服务，有些顾客甚至
要求送一根雪糕，尽管数量少金额
低，但店员都会送上门，尽可能满足
顾客需求。太原五一路唐久便利店
2 天配送一次商品。现在只要在电
脑上对需要的商品进行操作，总部立
马进行配送，“效率非常高。”该店店
长老艾说。

正是多年来如此贴心扎实的服
务基础，成就了太原本土便利店近
三分之二的市场占有率。

无限延伸的“大服务”

20 秒扫码开门、自主选购、5 秒
结算支付、2秒解锁出门……无人值
守，全程自主选购，只要手机刷刷刷，
即可快速便捷地完成购物。

今年 1 月 17 日，太原第一家无
人便利店——金虎便利新零售智能
体验店开业了。这家无人便利店位
于太原五龙口与经园路交叉口东北

角，外观以黑色为主，透着满满的科
技感。无人便利店门口左侧，有一个
智能开门扫码屏，印有“金虎便利”和

“服务热线”字样。按照提示，记者用
微信扫了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金虎
便利公众号后，在公众号首页下方的
导航栏中点击“会员卡”，便显示了会
员条形码。该条形码就是用户进入
金虎便利无人店的“身份证明”。扫
描条形码后，听到“请稍候，正在开
门”的语音提示，两秒钟后，记者便进
入店内。店内货物琳琅满目，与其他
便利店基本无异。特别的是，每个商
品上都贴有“身份证”，用来识别其身
份信息。将选好的物品放在自助收
银台上的商品识别区后，右侧的电子
显示屏便显示出购买商品的名称、价
格、数量，计算出总价后，直接使用微
信或支付宝付款即可。值得一提的
是，支付宝还提供了人脸识别功能，
没有带手机的顾客可以通过人脸识
别技术“刷脸”付钱。购物完成，记者
拿着东西进入检测通道，听到语音提
示后，门打开，记者顺利离店。

如果携带了未付款的商品走到
感应区，会有“您有未付款商品，请到
收银台付款后再离开”的语音提示。
想直接推门出去？没有可能，门上锁
后只能从外面通过验证身份信息或
者从里面通过感应区检测才能开
锁。如果你在购买商品过程中出现
任何问题，收银台旁有一个呼叫按
钮，可以与工作人员联系。“无人便利
店24小时营业，省去排队麻烦，方便
快捷。没有人跟在你旁边促销，可以
放松地挑选商品，消费者购物舒适度
增加……”金虎便利电商负责人张煦
说，这家智能体验店有商品近 500
种，可以满足顾客的大部分需求。

除了探索无人便利店服务，在
“便利速度”上，太原金虎便利也作出
诸多探索。今年4月份，山西金度生
活便利服务有限公司与顺丰集团山
西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
打造一个全新的、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的商品平台。金虎便利将借助顺丰
全球采购功能和物流优势，为顾客提
供全国各地名优农特产品和送货上
门服务。“零售便利店+快递服务的
新形态，将颠覆传统零售业的固有模
式，为城市商圈和社区的物流、零售、
服务发展提供新模式，是便利店跨界
发展、融合发展的新尝试。如今，合
作后的金虎便利将附带投放顺丰快
递24小时收寄网点职能。”张煦说。

“以互联网+便利店为代表的新
零售项目，将成为未来 10 年增长最
显著的新兴行业。以金虎、唐久等为
代表的新零售智能体验店的出现，开
启了山西的新零售时代。”山西省零
售商行业协会会长胡守帧说，“2018
年 上 半 年 ，山 西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344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
山西的市场是巨大的，潜力也是巨大
的。相信本土便利店只要从‘便利’入
手，狠抓‘服务’，进行差异化经营，就
会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

太原本土连锁便利店企业市场占有率近三分之二

服务接地气 特色增实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 婧 刘存瑞

太原本土企业唐久便利店的各种小吃深受居民欢迎。图为市民在唐久便利店购买包子和烤肠。 梁 婧摄

厦门有支“奶奶”消防队

海霞女子志愿消防队队员进行日常训练。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

道山头社区有一支“奶奶”消防队——海霞女子志愿消防队，队员平均年龄

超过50岁，年龄最大的已过七旬。这支消防队成立于10年前，由于社区地

处海岛、交通不便、青壮年外出打工等原因，留在村中的妇女当年自发成立

了消防队。截至目前，海霞女子志愿消防队累计处置各类险情逾百起，保护

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罗湖区文华社区居民自治事务决议会现场。 （资料图片）

④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通过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省级卫生城
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双拥模范城
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短短半年就
变了模样。

近日，家住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
新闻街的李明走出家门晨练。清晨
的街道平整洁净，苗木郁郁葱葱，空
气清新怡人。“这样惬意的日子以前
可不敢想。”李明感慨道。

新闻街是中心城区的一条背街
小巷。过去，道路两旁私搭乱建、游商
占道、车辆拥堵等乱象不断，居民苦
不堪言。自去年下半年川汇区按照周
口市统一部署启动“五城联创”工作
后，通过持续整治，断头路打通了，在
店外设摊经营的小饭馆消失了，这条

“烦心路”终于成了“舒心路”。
不只是新闻街，位于人和办事处

太平社区的幸福花开小区，如今环境
优美，设施齐全。人和办事处副主任
海颖说，这个小区是附近一个村子拆
除后新建的，村民转型做了市民，享
受到城市生活的便利。小区还配套
建设了居民活动室、党员议事亭和养
老服务站，把群众凝聚了起来。

周口地处传统农区，由于缺乏整
体规划，城区公用设施不健全。让老
城区扮新妆，成了市民们的新期待。
在“五城联创”中，为了让市民的生活
环境更加优美，川汇区采取新建绿
地、凿地植绿、拆硬铺绿、见缝插绿等
措施，一片片街头绿地辟出来，一座
座游园建起来。

拆迁改造老城区，建筑垃圾哪里
去？在该区建筑垃圾移动破碎处置
现场，记者看到，3 台垃圾破碎机把
一块块建筑废料“吃”进去，经过破
碎、筛分后，“吐”出不同规格的砂石，
同时，钢筋也被筛选出来。这些砂石
将被制成透水砖、植草砖、护坡砖，为

“海绵城市”建设提供优质原料。
七一西路的“肠梗阻”现象曾多

次被市民诟病，在两三公里长的路段
上，马路摊位有 2000 多个，每到交
通高峰，车人难行。负责管理该路段
的荷花路办事处城管中队为商户划
定了临时市场。中队长赵东林一天
天、一遍遍劝导商户进入临时市场，
到了饭点，他就地一蹲吃盒饭，吃完
继续劝，两三公里的路程不知走了多

少个来回。赵东林还别出心裁地搞出
一套“微信量步工作法”。他把中队所
有队员加入一个微信运动群，每个人
的运动步数可即时在群里显示。赵东
林说：“每天2万步，就是把辖区巡查
2遍到3遍的步数，截屏一发，干没干
到位一目了然。”

在赵东林和同事们锲而不舍的
劝导下，辖区的交通明显得到了改
善。可以说，七一西路的“肠梗阻”是
他们用脚步走通的。

一条条大街小巷的蝶变，体现了
干部作风的转变。“创建工作不仅优
化了城区环境，也锤炼了干部作风、
密切了干群关系。”川汇区区长李宗
喜表示，该区将通过“五城联创”，让
城市更有活力，群众生活更加幸福。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

五城联创让“烦心”变“舒心”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理效明

自助收银设备是太原本土便利店的标配。图为平阳景苑唐久便利店一

角。 梁 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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